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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
報道，第九屆北京國際電
影節（簡稱北影節）日前
在京舉辦閉幕式暨頒獎典
禮。弗魯格·凱哲貝格里
憑藉影片《德黑蘭：愛之
城》獲得“天壇獎最佳女
主角獎”，而阿里斯·瑟
夫塔利斯憑藉影片《侍
者》獲得“天壇獎最佳男
主角獎”。中國電影《流
浪地球》及《第十一回》
摘得最佳視覺效果獎、最
佳編劇獎、最佳女配角三
大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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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稱帝 弗魯格封后

《流浪地球》
《第十一回》摘北影節三大獎
當晚，位於北京懷柔區的雁棲湖畔星光熠熠。胡軍、張家
輝、惠英紅、陳建斌、蔣勤勤等知名影星走上紅毯，引得

星》約翰·亨蕭獲最佳男配角；最佳男、女主角分別為 《侍
者》阿里斯·瑟夫塔利斯和《德黑蘭：愛之城》弗魯格·凱哲貝
格里。

《幸運兒彼爾》獲最佳影片

本屆“天壇獎”共收到來自85個國家和地區的775部影片報
名參評。其中，境內影片 107 部，境外影片（含港澳台）668
部，且參評的影片類型豐富，風格多元。最終有來自 20 個國家
和地區的15部影片成功入圍“天壇獎”評選。
為致敬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本屆北影節以“家·國”為主題
展開，包括開幕式、北京展映、“天壇獎”評獎、主題論壇、北
京市場、電影嘉年華、閉幕式暨頒獎典禮七大主體活動。其中，
北京市場板塊簽訂了309.028億元人民幣的交易大單。

現場粉絲尖叫不斷。 頒獎典禮上的絕大多數節目均由電影人領
銜獻上，演員李易峰擔任開場嘉賓並與多位台下藝人互動，黃曉
明、竇驍、關曉彤、佟麗婭等明星都帶來了精彩的歌舞表演。

經過激烈角逐，最佳影片獎由丹麥影片《幸運兒彼爾》獲
得；拉斯洛·奈邁施憑藉電影《日暮》獲得最佳導演獎；印度電
影《恐懼》獲最佳攝影獎；中國影片《流浪地球》獲最佳視覺效
果獎；希臘影片《侍者》獲最佳音樂獎；中國影片《第十一回》
獲最佳編劇獎。
竇靖童首次出演《第十一回》即獲最佳女配角，《戰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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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拍電影奪
“最佳女配角”竇靖童想繼續演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王菲女兒竇靖童(童童)首次參
演陳建斌執導電影《第十一回》，即為她帶來影壇第一個獎項，
她日前現身北京國際電影節閉幕禮，憑《第》片獲“天壇獎”的
“最佳女配角”，證明了她在演戲上的天賦，童童暢談得獎感
受，表示喜見到奶奶目不轉睛在電視上見證她得獎，亦從未見過
奶奶這樣開心。
留了長髮的童童增添了一份少女味道，她拿過人生的第一
個電影獎項後，在台上說：“感謝評委團，謝謝你們的認可，感
謝導演陳建斌老師，以及為這個電影付出的所有人，希望未來有
機會繼續拍戲。”
童童受訪時表示：“再次感謝北京國際電影節的各位評
審，還有所有的老師，也感謝為電影付出的所有人，這次的體驗

對我來講十分寶貴，通過做這件事情，打破了一些我之前固有的
一些概念，我覺得是一次非常寶貴的課程，從中獲得了許多非常
好的東西，非常感謝陳建斌老師，還有周迅老師在拍攝過程中給
我的教導，還有支持和鼓勵，至於以後的事情，覺得走一步是一
步，做好當下的事情。”
問到未來想嘗試的角色，童童謂：“我心裡面沒有一個想
法說想要嘗試什麼樣的角色，如果碰到了覺得喜歡的那就會去嘗
試。”她又再感謝北京國際電影節：“因為我從來未見過我奶奶
這麼開心，我奶奶一直在家裡目不轉睛在看電視，哈哈，所以非
常感謝能夠讓她感受到這種感覺。”《第十一回》的女一由周迅
出演，童童在該片中與周迅飾演一對母女，陳建斌在戲中是童童
的父親、是周迅的丈夫。

稱“小豬比”非常壞 陳展鵬親為愛女剪臍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展鵬與太太單文柔去年十
月結婚，二人的愛情結晶品“小豬比”(Quinta)日前亦已出世，
展鵬在社交平台上載全家福照片，宣佈女兒“小豬比”已經出
世，分享初為人父的喜悅。
榮升人父的展鵬在休息期間接受訪問，全程笑不攏嘴，展鵬
說：“今日（21日）復活節好開心，天氣好，演員又齊人，連同
終於公佈女兒出世，(幾時出世？)大約一星期前，未改中文名，
可能交給長輩或太太改，暫時稱呼她為小豬比，因為女兒是豬年
出世，加上太太叫菲比，結合起來就叫小豬比，其實之前一直都
想跟大家分享，但每日都要開工。太太生完又要休息，怕她應付
不到(傳媒)，又要餵人奶，大家要適應節奏，為了個 BB 改變好
多。”問到可有人幫手照顧寶寶？展鵬提到陪月就稱一額汗：
“本身有請陪月，但之前需要對方時，對方又去了旅行，想着回
來至開工，剛巧機場爆發麻疹，我們擔心陪月受感染，幸好對方
驗身結果有抗體，可以即刻返家裡開工，所以頭幾日我們自己照
顧，有點甩轆。”他笑指女兒非常之壞，不可以讚，第一日有少
少問題，他餵奶餵得不夠飽，所以她不停哭，之後換了尿片她又
哭，包布包得不好又哭，之後他要上 Youtube 學包布，搞了五、
六個鐘後又要開工。
問到可有陪太太入產房及幫寶寶剪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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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音音爆沈威靠呼吸器維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邵音音、黃夏
蕙和艾美琦等人日前出席慈善齋宴活動，提到資
深演員沈威北京病危，邵音音坦言情況不樂觀，
稱對方入院三日後，醫生已建議要拔喉，因為沈
威已沒有表情、沒動作，只是腦部未死亡，一直
用呼吸機維持生命。邵音音表示連日來演藝界人
士努力尋找沈威的親人，終於聯絡到在新加坡居
住的沈威女兒，她說：“有導演知道她在新加
坡，原本跟她說不用出面，只需要簽授權書給沈
威的經理人就可以拔喉。因為如果不拔喉，每日
醫療費要過萬人民幣，不過她想親自送爸爸最後
一程，但她的媽媽又是末期癌症病人，一時間未
能接受到雙親要離開，最後她媽媽都批准她去北

京送爸爸一程。”
音音姐稱沈威女兒探望期間，沈威曾短暫清
醒，懂得開眼和流淚，更雙手合十多謝幫他的
人。女兒也問爸爸如果在緊急情況下還救不救，
沈威當時有點頭，所以一直都沒有拔喉。至於醫
療費方面，音音姐透露演藝界很多朋友都主動捐
錢，欠醫院的費用已全數繳清，演藝人協會也派
了代表到北京了解情況，武師公會也表示會全力
協助。據知醫生現時仍用呼吸機和鎮靜劑協助沈
威維生。音音姐又大讚沈威女兒令她很感動，
說：“她不是圈中人，已經幾十年沒見爸爸，媽
媽又有危險，這種環境都肯去探爸爸，覺得好感
動，我唯有安慰她人生無常。”

■邵音音和黃夏蕙出席
慈善齋宴活動。

狄以達受陳百祥薰陶學做生意
■陳展鵬做爸爸
陳展鵬做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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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晒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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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狄以達日前以室內設計老
闆身份出席“第二屆 SPACE PLAN 室內設計比賽”頒獎禮，
並宣傳新推出的手機程式，他除了投資跳舞學校和製作公司
外，近年他投資 600 萬（港元）與朋友開設室內設計公司，為
客戶提供一條龍服務。
問到是否已回本，他謂：“算是收支平衡，會將賺到的錢

再投資到新 I.T.科技。”問到是否好賺過藝人，他坦言：“做
藝人賺錢快，但風險高，花錢更快，做生意回報慢，但風險較
低，所以難作比較。”而他並未打算放棄幕前工作，依然繼續
做音樂。對於被讚有生意頭腦，他表示是邊學邊做，可能以前
受到陳百祥薰陶，慢慢學識做生意，身邊有一班朋友分工合
作，尚幸沒有遇到被騙財情況。

